2018 年四川省攀枝花市中考真题语文
第Ⅰ卷 阅读（共 58 分）
一、现代文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灵感并不那么值钱
万维钢
①人们对“创造性思维”的认识有三个迷信：创新的关键是某个绝妙的灵感，灵感非常
难得，想法越离奇越有价值。其实，这些迷行是不符合创造性思维的。
②据说阿基米德洗澡时福至心灵，想出了测量皇冠体积的方法，大喊“Eureka”（意思
是“我发现了”
，从此，有人把凡是通过神秘灵感获得重大发现的时刻叫作“尤里卡时刻”）。
人们熟知：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门捷列夫梦见蛇咬住自己的尾巴（另一个说法
是梦见一张张扑克牌被放进一个大表中）
，醒来制成元素周期表……
③人们由此形成了对“创造性思维”的传统认识：创造性思维是一种神秘思维，其中，
辛苦工作不重要，灵感才是关键。然而事实是，伟大的发现都是慢慢地得出来的。
④阿基米德的故事已不可考。牛顿的苹果故事完全是传奇。在他之前就有多人有过万有
引力的设想，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测牛顿的引力思想是“学”来的——借鉴了前人的想法，使
用了前人的数据，然后做了无数计算验证。在门捷列夫制成元素周期表之前，给元素分类已
是显学，英国化学家纽兰兹已经发现用原子量大小进行排序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把这种周期
性称为“八音律”
，这已经非常接近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了。
⑤斯蒂芬·约翰逊在《好想法从哪里来？》一书中提出“慢直觉”的概念。他说，伟大
的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系列小想法慢慢连接起来的结果，研究一个问题，开始有
个模糊的直觉，选择一个方向往下走，随着研究深入，新想法连接起来，得到新事实支持，
慢慢长大。由此看来，
“尤里卡时刻”其实是慢直觉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突破的时刻。生物
学家克里格·娄在他的《怎样成为成功的科学家：科学发现的战略思维》这本书中指出：不
要指望灵感，要指望汗水。
⑥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大部分工作是试错和积累经验，他的秘诀在于使用简单、步骤少、
并行、可以反复修改的方案，然后在实验室泡着，有庞大的助手团队帮着干。发现电磁感应
的物理学家法拉第每周做好几十个实验，大部分想法被证明是错的，这没关系，架不住他做
得多！不管做什么研究，都会产生各种想法，也许一百个想法里面只有一个最后被证明是有
用的。只要愿意把想法一个个拿来尝试，失败就是常态，成功则是失败的副产品。
⑦从“想法--验证”这个策略来看，创造性思维虽然不怕离奇，但不应追求离奇，因为
越是离奇，失败的可能性越大。但是离奇的灵感有更大的戏剧性，所以往往被人们记住，接
着人们误以为一个想法如果不离奇就不配称为灵感，误以为要想创新，就必须刻意追求离奇
的想法。真正的职业人员所做的大部分日常的创新，都是在当前基础上的改进。
⑧灵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值钱。创造性思维必须“生之有根，长之靠谱”
。所以，
鼓励创造性思维应当鼓励尝试，鼓励失败，而不是鼓励妄想。
（选自《青年文摘》总第 608 期有删改）
1.第②段划线句中“据说”一词能否删去？为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文的语言。为了议论的更加严密，议论文中常用一些表示修饰和限制的
词语。

答案：不能，因为作者认为“阿基米德的故事已不可考“，去掉“据说“一词，语言就不准
确，不严密。
2.作者认为对“尤里卡时刻”的正确理解是什么？请用原文回答。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及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解题的关键是要统观全文，注意提示性语
言。
答案：尤里卡时刻其实是慢直觉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突破的时刻。
3.作者用四个事例论述了“伟大的发现都是慢慢地得出来的”这一观点，请用简明的语言指
出这四个事例。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概括事件的能力。概括的格式一般是谁做了什么事或谁怎么样。概括要全面，
用语需简洁。
答案：
（1）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真实情况。
（2）门捷列夫制成元素周期表的真实情况。
（3）爱迪生在大量的试错后才成为发明大王。
（4）法拉第要做大量的试验才能有所发现。
4.下列对原文内容和写法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辛苦工作不重要，灵感才是关键，这是人们对创造性思维的传统认识。
B.作者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对创造性思维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C.作者认为在创造性思维中，要想创新就必须刻意追求离奇的想法。
D.作者认为鼓励创造性思维，不应该鼓励妄想，而应该鼓励尝试，鼓励失败。
解析：本题考查提取信息并概括的能力。C.有误，根据第七段中的“接着人们误以为一个想
法如果不离奇就不配称为灵感，误以为要想创新，就必须刻意追求离奇的想法”可知这是人
们的观点，并不是作者观点。
答案：C
二、古代诗文阅读（30 分）
（一）文言文阅读（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下列小题。
窦建德遗秦王李世民书，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世民集将佐议之，皆请避
其锋。郭孝恪曰：
“王世充穷蹙，垂将面缚①，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
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薛收曰：
“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
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帅大众，
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②，转河北之粟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
兵无日③．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
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
”
世民善之。
（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有删改）
【注释】①垂将面缚：指马上就会成阶下囚。②两寇合从：指窦建德的军队和王世充的
军队合在一起。③偃兵无日：指战争不知何时结束。
5.对下列句子中划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窦建德遗秦王李世民书（遗：送给）

B.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宜：应当）
C.但乏粮食耳（但：只，仅仅）
D.建德亲帅大众（帅：元帅）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理解。“帅”，动词，率领。
答案：D
6.对文中划线句子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
B.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
C.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
D.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
解析：本题考查划分文言句子节奏的能力。根据句意断句即可。
答案：A
7.以下语句翻译错误的一项是（ ）
（3 分）
A.皆请避其锋——（众人）都请求避开窦建德的锋芒
B.以是之故，为我所持——因为这个缘故，被我们拖住
C.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如果）王世充出兵，一定不要和他交战
D.世民善之——李世民认为他很善良
解析：本题考查重点句子的翻译。D．
“世民善之”中“善”是赞赏的意思，所以句意为：李
世民十分赞赏他的计策。
答案：D
8.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3 分）
A.窦建德希望和李世民重修旧好，并请李世民退兵和归还土地。
B.郭孝恪建议李世民不要等待，应立即率军攻打窦建德的军队。
C.薛收认为如果窦建德的军队跟王世充的军队会合，战争就会持续很久。
D.薛收建议李世民分兵据守，打败窦建德的军队后，再对付王世充的军队。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课文内容的理解。B．依据原文“伺间而动”可知，
“不要等待，应立
即率军攻打窦建德的军队”错误。
答案：B
9.将下列语句翻译为现代汉语。
（6 分）
①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
《口技》
）
②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送东阳马生序》
）
③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
（
《唐雎不辱使命》
）
解析：本题考查文中重点句子的翻译。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
体意思，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答案：①两条大腿打哆嗦，几乎想先跑。
②因为内心有足以快乐的事，不觉得吃的穿的不如人。
③我想用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一定要答应我。
（二）古诗词鉴赏（4 分）
10.阅读下面的宋诗，完成题目。

乙卯重五
陆游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
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
【注释】①乙卯：指 1195 年，这年作者 71 岁，在家乡绍兴隐居。重五：农历五月五日，
端午节。②棕包分两髻：粽子有两个尖尖的角，古时又称“角黍”
。③艾束著危冠：高高的
帽子上插上艾枝。
（1）诗句“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写了端午节的什么习俗？（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诗歌修辞与内容的理解。结合诗句的意思来思考即可。
答案：比喻（或对偶）
；吃粽子、插艾枝
（2）请结合全诗内容，概括诗人“笑”的原因。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诗句中关键词语的理解。答题时需要通晓全文大意，理解相关的语句，分
析其含义。
答案：山村景色美好；节日气氛浓厚；较早做完天的事情；能轻松享用晚餐。
（三）古诗文默写（8 分）
11.请在下列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
（1）但愿人长久，__________。
（苏轼《水调歌头》
）
（2）此中有真意，__________。
（陶渊明《饮酒》）
（3）浊酒一杯家万里，__________。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
（4）怀旧空吟闻笛赋，__________。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5）纷纷暮雪下辕门，__________。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6）__________，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
（7）__________，佳木秀而繁阴。
（欧阳修《醉翁亭记》）
（8）__________，草色遥看近却无。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
）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注意识记与积累，别写错别字。
答案：
（1）千里共婵娟
（2）欲辨已忘言
（3）燕然未勒归无计
（4）到乡翻似烂柯人
（5）风掣红旗冻不翻
（6）会当凌绝顶
（7）野芳发而幽香
（8）天街小雨润如酥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16 分）
阅读下面的微型小说，完成下列小题。
一碗热汤
赵向辉

立冬的一场雨，让这个小城的路面变得更凉了。
傍晚，一个老婆婆蹒跚走在大街上，她遇到餐馆就往里看两眼，直到看见这家义连香饭
店。老婆婆慢悠悠推门走了进去，里面客人很多，她在角落一张没人的桌子前坐了下来。
服务员上前问：
“阿婆，吃点什么呀？”老婆婆哆嗦着说：
“我有两块钱，能花一块钱喝
碗热乎汤吗？”服务员怔了一下说：
“能，等一下，我去端。”
服务员没有直接去服务台，而是先进了员工更衣室。
过了十来分钟，服务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打卤面、一碗热汤，还有一个肉饼，送到了老
婆婆的餐桌上。
“我只有两块钱，不要肉，也不要面条，只喝汤就行。”老婆婆依旧哆嗦着说，而且，
说完就留下了两行泪水。
“婆婆，没事的，今天店里有活动，只要就餐就可赠送肉饼和打卤
面，放心吃吧。
”服务员亲切地说。
老婆婆吃着面条，喝着汤，脸上挂着笑容。
一会儿，一位帅气的男士走到老婆婆身边问：
“阿婆，怎么不吃肉饼啊？是不好吃吗？”
老婆婆微微一笑：
“拿回去，给瘫在床上的老伴吃，他很长时间没吃过肉了。
”
“您今天这是出来做什么呀？”
“给老伴买药，就剩下了两块钱，实在冷得厉害，我怕自己感冒病倒，再也不能照顾老
伴，所以想花一块钱喝碗热汤再往家走。
”
“您家住哪儿？”
“住在税务局那块儿。
”
男士离开老婆婆的餐桌，进了经理室。大约五分钟后，男士拿着一个纸箱子出来，和几
个服务员私语了几句，然后喊道：
“我是餐厅的经理，今天，餐厅搞活动，凡来就餐者，都
有一次抽奖机会，抽中一二三等奖的当场兑现。”
有顾客嘀咕，这不年不节的，也不是开业周年庆典啥的，搞什么抽奖活动啊？
男士用左手拿着箱子走过三桌，三桌都没抽中。等到了老婆婆桌前，他说：“阿婆，吃
好了吧，请您从里面抽一张奖券。
”老婆婆茫然地望着男士。男士把箱子放低，示意老婆婆
伸手进去拿出一张纸来。老婆婆还是茫然，但是她照做了，拿出来一小张粉色的方块纸。男
士很利索地用右手拿过老婆婆手中的粉纸，把箱子倒了一下手，然后又倒回来，突然举起右
手中的粉纸说：
“阿婆中一等奖了！奖金两千元！”
大家鼓起掌来。男士从衣袋里拿出整整齐齐的一沓现金，递给老婆婆说：
“阿婆，这是
奖金，收好了啊。
”老婆婆说：
“我不能要你的钱，我家里有钱。”男士说：
“这不是我白给您
的，是您抽奖中奖了，放心拿着吧。
”老婆婆像在和男士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
“今天我的
运气真好，吃了赠送的面，还中了这么大的奖，看来老天还是舍不得让我和老头子死的。”
一名男服务员拿着一串汽车钥匙走到老婆婆身边说：
“阿婆，正好我下班，顺路送您回
家吧。
”老婆婆泪眼婆娑地上了一辆小轿车。
继续抽奖，有两桌客人抽中了二三等奖，粉纸上分别写着免单和半价。结账时，这两桌
客人都按原价结清了饭钱。一人说：
“我看出来了。
”另一人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会常来
这里吃饭的。
”
客人都离开后，最先接待老婆婆的服务员问：
“经理，你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太棒了！
”
经理说：
“还得感谢你呢，我经过时正好听到了你和阿婆的对话，又看到你在前台拿出二十
多元钱给阿婆买饭，决定帮老人家一把，匆忙中策划了抽奖活动，却被人看穿了。
”
开车出去的男服务员回来后，把车钥匙交给经理后说：
“车上和老婆婆聊天，她已经 80
多岁了，太可爱了，像我太奶奶。
”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 年 5 期，有删改）

12.老婆婆走进义连香饭店只是想花一元钱喝碗热汤，却受到了特别的对待。请概括老婆婆
受到的第一次特别对待。
（2 分）
第一次特别对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次特别对待：经理以中两千元“大奖”的方式给她帮助；
第三次特别对待：经理安排服务员以下班顺路带老婆婆为名专车送她回家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概括。认真阅读相关段落，概括内容即可。
答案：服务员背着老婆婆给她买了一碗打卤面，一个肉饼。
13.小说的开头写道：
“立冬的一场雨，让这个小城的路面变得更凉了。
”此自然环境描写有
什么作用？（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环境描写的作用。
答案：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推动情节的发展。因为天冷，老婆婆才会想要喝
一碗热汤。环境的寒冷和服务员，经理的热心形成了对比，突出了小说的主题。
14.婆婆已“抽中”一等奖，达到了经理的目的。作者为什么还要安排“继续抽奖”这一情
节？（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需要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结合上下文来分析。
答案：二三等奖还未抽出，如果不继续的话，经理就食言了。写继续抽奖才能引出顾客看穿
这一活动并放弃领奖的内容。表明顾客受到经理善心的感染，突出了善心的传递，深化了小
说的主题。
15.文中划线句子用了人物描写的哪些手法？有什么作用？（4 分）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常见描写方法的及其作用。
答案：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突出经理不想让客人看穿他刻画安排这次抽奖活动为帮助老婆
婆的心理，表现了经理的善良和机智。
16.依据全文，概括老婆婆的性格特点。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人物形象。分析人物形象，应做到通观全文，筛选重要信息，从人物的
言行中分析其中蕴涵的精神或品质。
答案：为人实诚，本分。关爱老伴，有责任心。坚强乐观。要求不高，容易满足。
第Ⅱ卷 表达（62 分）
四、语言文字运用（每题 3 分，共 12 分）
17.下列划线词语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老头最终还是决定进城去和儿孙共同生活，只为了享受天伦之乐。
B.随着最新证据的出现，原来已经比较明朗的案情又变得扑朔迷离。
C.一看群情激愤，小偷只好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拿出钱包，低头认错。
D.“中国梦”并非可望而不可即，我们应为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而奋斗。
解析：此题考查成语的理解与运用。C.众目睽睽，指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与前面的“大家”
语意重复，使用不当。故选 C。
答案：C
18.找出下列语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 ）

A.花香藕具有补心脾、润秋燥、收缩血管、清热补血，深受食客喜爱。
B.候风地动仪的主要构成部分是由触发机关和报警装置组成的。
C.十年过去了，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大多走出了地震带来的阴影。
D.“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不仅要落实到位，而且要宣讲到位。
解析：本题考查病句辨析能力。A.缺少宾语中心语，在“清热补血”之后加上“的功效”
；
B.句式杂糅，可把“由……组成的”去掉，也可把“的主要构成部分”去掉；D.语序不当，
应该是“不仅要宣讲到位，而且要落实到位”
。
答案：C
19.在以下语段空白处依次填入四个句子，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
_____。_____。_____。_____。晋朝人读诗，是兰亭集会、曲水流觞。唐朝人读诗，是
高朋满座、冠盖京华。革命者读诗，是狱中绝笔、肝胆相照。而我们的方式，就是《中国诗
词大会》
。
①世易时移，诗心不改
②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③天才诗人青史留名，但他的身后却并不寂寞，因为诗意是属于每个人的
④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纪念、传承
A.③②①④
B.②③①④
C.①④②③
D.②①④③
解析：本题考查语句的衔接能力。联系上下文的语境作答。
答案：B
20.下列句子用语得体的一项是（ ）
A.为了表示对您的衷心感谢，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件礼物，您就心领了吧。
B.王强同学从班主任杨老师手里接过获奖证书，然后说到：“感谢您的厚爱。
”
C.王校长说：
“李教授，明天我校召开教学工作研讨会，请您斗胆赐教。
”
D.虽然你尽的是绵薄之力，但是我知道这些钱是你的全部积蓄，谢谢你。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是否得体。A.“心领”用为辞谢别人的馈赠或酒食招待的套语，表示心
中已领受其情意，不能用于对方。C．用词不当，可将“斗胆赐教”改为“不吝赐教”
。D．
“绵
薄之力”用于自己，是谦辞。
答案：B
五、写作（50 分）
21.请以“新发现”为标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文体不限，除诗歌外；②卷面整洁，不少于 600 字；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
校名、人名。
解析：这是一道命题作文。本文的题目浅显易懂，我们每天与这个社会接触，总会有一些新
的发现，或是身边人物、生活的变化。这个题目贴近我们生活，但要写出深意，却有难度。
所以本文应能从发现的新变化中提炼出精神层面的主旨，提炼出积极健康的意义来。比如，
可以写对家乡变化的发现，来表现自己对新生活的歌颂，对祖国和家乡前途的信心。文首以
开门见山的方式点明主旨，文中则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家乡的新变化，细致刻画自己的发现，
要注意详略的安排。

答案：
新发现
今年是改革开放 32 周年，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幢幢高楼
拔地而起，人们喜迁新居；一所所学校相继开办，培育栋梁之才；一家家超市、商场释放出
难以抗拒的魅力。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穿戴时髦的人，我的家乡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不信我就带你去看看吧。
家乡的变化在旅游业。近几年，天目湖、南山竹海在荣获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后，许多
中外游客都慕名而来。天目湖，山、水、梦境交融的地方，水上步行球、欢乐世界让你放松
身心；高空滑索惊险刺激；动感影院中，戴上特制眼镜随影片中的人物一起冒险，还有夜公
园游泳池，人造波浪的感觉并不亚于置身于大海之中。南山竹海，人称天堂南山，梦幻竹海，
层峦叠嶂的竹林仿佛是一道天然屏障，可以阻挡烈日、消暑提神，闲暇之时，邀上亲人或是
好友，走进竹林，听竹叶沙沙，犹如置身人间仙境。而 1000 多级台阶考验你的能量和毅力，
等你爬上山顶你一定会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新的感受。
家乡的变化在建筑业。从 2015 年秋季房地产展起，阳光城市、茗仕嘉苑、格林花园、
美景天城等楼盘如狂潮席卷而来，很快被抢购一空。今天，放眼望去，淡黄、土黄、红、白
等颜色粉刷在楼体上，显得均匀对称，格外醒目，让人有一种时尚、动感的感觉，真想进去
住一住。至于别墅嘛，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不高，但处处体现着豪华风格，已经成为贵族生
活的代名词。而室内精致的装修更是让人有置身皇宫的感觉。这一切都来源于建筑业的变化。
家乡的变化在商业，大统华、华地百货、大润发已经够大家天天去的了，现在淘宝城的
开业，又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琳琅满目的商品、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们看到的是家乡商业
的变化。
家乡的变化在文化娱乐业，如雨后春笋般的文艺培训班招收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青少
年活动中心的建成，更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增添了新的选择；市政府广场，精彩的
文艺节目常常上演，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电影院里，诸如《阿凡达》、
《变形
金刚》
、
《铠甲勇士》等国际大片，逼真的动画、音响效果更是吸引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竞相
观看。
家乡的变化在餐饮业，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德克士，高档酒店，优雅的茶座咖啡
厅接踵而开，像个万花筒，随便一转，花样百出的饮食就能让人垂涎三尺。
这些都是我的新发现，它们虽小，却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巨大变化，这只是现代
化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飞跃发展将让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
世界东方！

